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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期铜小幅回落 低价买兴引领成交

期货市场

LME、SHFE 期货库存

期货市场 库存（单位：吨）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74471 +2028

LME 78900 +350

9 月 16 日：

今日沪期铜 2010 震荡运行，开盘价报 52200 元/吨，早

间在 51700 元/吨一线短暂调整后重心上移，上攀日内高点

51740 元/吨，后一路下移，午后触及日内低点 51570 元/吨，

最后收盘于 51710 元/吨。沪铜主力 2010 合约全天成交量

112254 手增加 30010 手，持仓量减少 6368 至 103611 手。

日内成交多为多头减仓行为；关注晚上美联储利率决议，铜

价是否能会 52000 元/吨上方。

今日 LME 铜开盘 6751 美元/吨，收盘 6754.5 美元/吨

（备注：亚洲时段 LME 铜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明日观点

受市场情绪影响，今日沪铜小幅走低，日渐震荡于日均

线附近，至尾盘收跌 0.82%。现货市场持货商挺价情绪依然

较强，现货升水高报令接货意愿减弱，整体交易氛围呈现谨

慎买盘态势。宏观面，中国 8 月经济数据显示复苏进程有所

加快，美元指数重回 93 上方，铜价仍位于高位震荡区间。产

业端，冶炼企业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冲量迹象持续，短期

内国产电解铜供应较为充足，临近国庆假期将迎来备货期，

消费端是否进入旺季仍待进一步观察，中国铜库存继续累积，

基本面偏弱表现对内盘铜价形成压制。美国选举前宏观面不

确定性因素较多，铜价或维持震荡整理走势。美联储政策会

议将在今日稍晚结束，市场风险情绪有所抑制，投资者预期

美联储仍将倾向于鸽派，晚间等待宏观消息指引。

行业热点

【Freeport 旗下 Grasberg 扩建预计明年中期完成 90%】

Freeport 将完成一项耗资 150 亿美元的项目，将

Grasberg 扩建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下矿山，扩建项目预计

2020 年底完成 70%，2021 年 6 月完成 90%。Barrick Gold

近期公开表示收购 Freeport 部分或全部股份的意向，尤其对

Grasberg 铜金矿感兴趣。Freeport 首席财务官 Kathleen

Quirk 表示暂无出售 Grasberg 铜金矿的计划，目前将专注于

印尼 Grasberg 扩建项目并提高现金流。

【Ivanhoe Mines 旗下 Kamoa Kakula 扩建项目预期乐观】

Ivanhoe Mines 在刚果和赞比亚中部的大型铜矿项目

Kamoa Kakula 正在扩建之中，根据最新发布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Kakula 铜矿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投入运营，预计每年

可以处理 600 万吨铜含量为 6.2%的铜矿石，并且每年生产

28.4 万吨铜。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 9 月 11 日当周 API 原油库

存（万桶）
297 204.9 -951.7

美国 9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3.7 6 17

英国 8 月 CPI 月率 0.4 -0.6 -0.4

英国 8 月零售物价指数月率 0.5 -0.3 -0.3

英国 8 月核心零售物价指数月率

（%）
0.4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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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铜市场

全国主流市场电解铜升贴水

市场 升水铜 平水铜 湿法铜 备注

上海 升 80 升 60 升 10 一节

升 70 升 50 升 20 二节

广东 升 50 贴 40 贴 100 一节

升 50 贴 40 贴 100 二节

山东 升 50-120 沪 10 合约

天津 贴 20-升 120 沪 10 合约

重庆 升 60-110 沪 10 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1880 元/吨，跌 260 元/吨，

平水铜均 51860 元/吨，跌 250 元/吨；湿法铜均 51820 元/

吨，跌 220 元/吨。早市尚有挺价意愿，现货升贴水报价较昨

日上调 20 元/吨左右；进入第二节交易阶段，高升水令市场驻

足，成交较少，持货商主动下调报价，铜价跌下游逢低买盘略

增。今日盘面小幅回调，现货升水高报令市场贸易商接货意愿

减弱；持货商虽出货有困难，但少有大幅降价甩货者，市场整

体交易氛围呈现谨慎买盘态势。

广东市场：升水铜成交价格 51770~51950 元/吨，平水

铜成交价格 51680~51860 元/吨，早间贸易商正常报价，但

接货商普遍畏高，观望态度浓厚，贸易商下调报价迅速，平水

铜在贴水 40 元/吨~贴水 30 元/吨时有部分成交，；好铜报价

升水 50 元/吨，成交寥寥；湿法铜报价贴水 100 元/吨。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1790-51930 元/吨，均价 51860

元/吨，跌 270 元/吨，市场报价贴水 20-升水 120 元/吨。市

场接货意愿不强，市场成交表现不理想。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10-120 元/吨，

冶炼厂出货表现较为困难，低价有部分成交。

重庆市场：1#铜 51790-52010 元/吨，均价 51900 元/

吨，跌 24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60-110 元/吨，接货表现较

差，市场成交清淡。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9 月 11 日 9 月 14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30.2 30.6 0.4

中国库存

上海 21.35 21.5 0.15

广东 8.22 8.61 0.39

江苏 3.1 3.1 0

浙江 0.03 0.03 0

江西 0 0 0

重庆 0.18 0.16 -0.02

天津 0.13 0.13 0

四川 0.04 0.04 0

河南 0.04 0.04 0

合计 33.09 33.61 0.52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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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下降 100 元/吨，华南市场 1#光亮铜价

格在 46900 元/吨，华东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900 元/

吨，华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800 元/吨，另据调查华

南地区精废差收窄 113 元/吨至 1812 元/吨 。调查显示，

今日现货市场铜价格高位下行 200 元/吨，废铜价格跟跌，

上游持货商出货意愿不强，少量出货；废铜贸易商逢低补货，

下游生产厂家以销定采，订单情况一般，按需采购为主，整

体市场成交一般。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地区天津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价 400-45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

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520-650 元/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50 元 /吨；华中地区江西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

贴水加工费报 480-580 元/吨；华南地区广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580-660 元/吨，国产竖炉 420 元/

吨。

铜板带：江苏 T2 紫铜带均价 57300 元/吨，下跌 220 元/

吨，H62 黄铜带均价 46700 元/吨，下跌 80 元/吨。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6800 元/吨，下跌 220 元/吨，H62 黄铜带

均价 46800 元/吨，下跌 8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铜

价下跌终端拿货积极，叠加金九银十，江苏市场铜板带订单

量小幅增长，整体订单尚可。江西市场铜板带产量小幅增长，

下游按需采购，今日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420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40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48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40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铜棒市场今日订单表现不佳，江苏市场小型企

业继 7 月份订单量下滑以来，订单保持少量平稳表现，下游

终端企业观望情绪较浓，整体消费尚未有明显起色。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690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 455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P2 紫铜管

568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 45850 元/吨，

下跌 100 元/吨。今日调研华东铜管市场，9 月大型企业订

单表现较好，开工率在 80%以上，对下游消费持乐观态度。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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